
!"#$%& '() *#+ ,

-. !

月
"#

日!郑州市文明办"市监察局"

市财政局" 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规
定!对全市各级"各部门和单位的公职人
员和所有公务车辆的交通行为进行规
范! 依法严格纠正公职人员和公务车辆
交通违法行为!要处罚一批!通报一批!处
理一批#

交警部门对公职人员和公务用车的
交通违法行为!要坚持文明执法!依法管
理!发现一起!查处一起$

!

月
$%

日以后!市文明办%市监察局"

市财政局" 市公安局对违反交通法规的
公职人员要进行通报"曝光!对严重违反
交通法规造成不良后果的! 依法依纪严
肃处理$ 将各单位公职人员交通违法情
况与文明单位评比挂钩! 按照相关规定
给予处理$

对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公务车辆!

由市监察局直接没收! 交给市财政局重
新调配$对存在公务车交通违法的单位!

原则上
&

年内不得更新"增加车辆$

此外! 在严格查处公务车交通违法
行为的同时! 郑州市有关部门还将大力
开展非机动车" 行人专项治理! 水泥罐
车"渣土车专项治理!涉牌交通违法专项
治理! 机动车鸣笛和违规安装使用警报
器专项治理!公交车和出租车专项治理!

静态交通专项治理!形成严管态势!树立
执法权威$

时讯 河南商报
!"#" ! $ " #% # $%&

/0 '( ! 12 )* ! 1342 +," ! 56 '-.

'%(

!"%& ,78

!"#$%& '().

昨日!我省召
开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第一批移民新村
工程建设总结表彰暨第二批移民新村建
设动员会$

平顶山市金鹰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等
)*

家施工单位! 河南成功工程管理有限
公司等

+

家监理单位!郏县建设局等
**

个
建设局!辉县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等

,

个质量监督站! 以及王保军等
()

名质监
员"张克刚等

(-

名监理人员"王东辉等
.!

名项目经理受到表彰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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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!省民政
厅发布消息!预计到今年年底!全省

(-

岁
以上老年人将达到

*/,)

万人! 占常住人
口的

*&012

!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$

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! 目前
全省城市空巢老人户达

.+0!2

!城市空巢
老人户近半$ 全省已建立社区老年服务
站& 中心'

$$%

个!确定了爱心护理试点单
位
&.

家!享受政府补贴
$1%%

多人(全省社
会力量投资兴建养老服务机构

.%)

家!设
置养老床位

&0,

万多张#

截至
$%%+

年底!全省五保集中供养率
超过

.&2

!集中供养对象达到
$%0!

万人#

该负责人说! 我国老龄人口超过
1

亿!

(%2

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!呈现出基
数大%增长快%未富先老%城乡倒置%空巢
老人大量增加等特点#

昨天上午
+

时许! 郑州地铁
1

号线市
体育馆站内正紧张施工#

几名工人却在围挡最南头忙碌着!

他们卸掉围挡上的螺钉!拆掉挡板!砸掉
挡板下的道牙#很快!十几米长的挡板就
拆卸下来#

他们可不是搞破坏! 而是在为解决
郑州交通拥堵做贡献#

据郑州地铁公司
1

号线项目经理李
铁军介绍! 目前! 郑州市区施工工地很
多!其中地铁工地占了很大一部分!随着
工程的进展! 不少围挡内原先供堆放材
料的道路资源已出现空闲! 因此有必要
释放出来!供市民出行使用#

市体育馆站是本次行动的第一个站
点! 该站点需要拆除的挡板主要集中在
人民路和杜岭街交叉口北侧! 以及站点
东南角的区域!前者共腾出

)%%

平方米的
路面!后者需要腾出

&%%

平方米!整个站
点让出来的道路资源将达

,%%

平方米#

地铁工地瘦身 给市民让道
农业东路站%市体育馆站%中原东路站等,个工地将让出五六千平方米的路面

地铁施工工地围挡圈了那么多
路! 能不能让出来一些为市民通行
提供方便)

昨天上午! 郑州地铁公司就开
始拆除部分地铁工地的围挡! 把闲
置的道路资源让出来!还路于市民#

(%

岁以上老年人
河南今年将达

1$,)

万

移民新村建设
先进单位受到表彰

据李铁军介绍! 此次拆除挡板让路行动共
涉及地铁

1

号线的
,

个车站! 分别是农业东路站%

市体育馆站%中原东路站%郑州大学站%桐柏路
站%秦岭路站%凯旋路站和西端出入线段& 车辆
停车场站' !总面积有五六千平方米#

本次市体育馆站拆挡板结束后! 接下来将
对因地铁施工导致道路拥堵严重的中原东路站
进行施工围挡压缩改造#

对中原东路站的施工挡板改造! 将在
!

月
1)

日%

!

月
$)

日钢便桥修好以后实施!改造施工区域时
将在南侧增加

1

个机动车道! 届时该路段拥堵的交
通状况将得到缓解#而凯旋路站围挡压缩改造将在
!

月
1!

日进行!将在郑上路南侧压缩出
1

个快车道#

对建设路上分布的车站!李铁军表示!将尽量
加快施工进度!今年年底前!桐柏路站%碧沙岗站%

秦岭路站这
&

个车站主体完工以后! 除了个别车站
保留两端的盾构始发和接收!所占的道路资源也将
全部还路于民#

行政处罚裁量权有没有戴好* 金箍+)

省里要摸摸底儿 单位和个人也可以上网对照!看看执法部门的处罚是否公道

从轻处罚"从重处罚"处
)

万元以
上
1%

万元以下罚款,,这些无精确
界定的行政处罚标准!现实中是否得
到了合适的运用) 我省要摸摸底儿$

昨日记者获悉! 省政府两转两
提办"省政府法制办"省优化办已联
合印发了-

$%1%

年规范行政处罚裁
量权工作监督检查实施方案. 的通
知! 我省开始检查行政处罚裁量权
标准的使用情况! 看哪些部门给出
的处罚不恰当$

!"%& '()

什么是* 行政处罚裁量权+)

省政府法制办协调处处长陈挺祥解
释说!可以这样理解!比如!酒后驾驶%无
证驾驶要受到处罚! 制假售假要受到处
罚!占道经营严重的要受到处罚!随地吐
痰%乱倒垃圾要受到处罚$

但是!违法行为种类很多!法律%法
规%规章目前不可能规定很细!只能笼统
规定* 从轻处罚+%* 减轻处罚+%* 从重处
罚+%* 处

)

万元以上
1%

万元以下罚款+等$

在以往的行政处罚中!由于* 自由裁量权+

的存在!对同一案件可能有* 轻重不一+的处罚
结果$

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许和说!正是因为没
有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加以限制!加上不良风气
的影响!个别行政执法人员误认为裁量权可以
随意行使!甚至把自由裁量权当成* 自留地+$

* 于是!随意处罚%重过轻罚%轻过重罚%有过不罚%

徇私枉法的现象屡禁不止$ +

去年
,

月!省直
)%

个部门制定的裁量标准已经
全部公布实施$ 我省将

1$%%

多部法律%法规%规章
中能够进行划分的

.$!1

条标准进行了细化$

这样!案件处理中!有了更明晰的标准!行政执
法的自由度被大大缩小$

这次检查的主要内容!就是看哪些行政执
法部门或单位!没有按照细化后的裁量权标准
进行处罚$

方案说 ! 将检查
$%%+

年
+

月
1

日以来 !各

级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是否体现了
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%适用规则 %内部制约制度 !

责罚相当%同案同罚的要求是否得到贯彻落实$

根据方案!工作不力的!将给予通报批评$

日常生活中!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!受到行
政处罚时一般不注意行政机关给予的处罚较轻
还是较重$ 不少情况下!他们找人说情或者给行
政执法人员说好话!更有给好处的!以此争取不
处罚或者较轻的处罚$

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公布后!被处罚人可根据
自己的违法行为!从省政府法制网站查阅对应的

行政处罚依据%行政处罚标准$

* 如果对拟给予的行政处罚有意见!可以在
陈述申辩%听证时向行政机关提出!从而促进行
政机关恰当地%合理地作出处罚决定!老百姓可
直接从中受益$ +陈挺祥说$

另一方面!间接地对被处罚人的限制$ 行政
执法人员必须执行裁量标准!否则要受到追究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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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月
!

日!商报以"特权车再违章!等

着挨#打$吧% &为题!报道了副省长'省

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慰问郑州交警时!

针对郑州街头的特权车不遵守交通法

规'我行我素的状况!要求相关部门组

成的特权车辆治理领导小组!开展为期

1%%

天的特权车专项治理(

新闻背景

郑州市积极响应* 特
权车专项治理+!四部门联
合出台规定/

公车交通违法
单位

&

年内禁买新车


